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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及器件协同构建高效高功率密集型

数字电源系统的有效举措 
New technology and devices cooperate to build efficient and

 high power intensive digital power system effective measures

吴康

摘 要：本文将对应对服务器电源设计挑战设计构建出稳定高效数字电源的有效举措作研讨。其重点是对C2000微控制器

与GaN技术及器件应用特征与交错式升压和图腾柱PFC拓扑提升效率这二大举措的应用作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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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erver power design design to build a stable 

and efficient digital power supply effective measures for discussion.It focuses on the C2000 

microcontroller and GaN technology and devic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staggered voltage boost and totem pole PFC topology to improv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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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挑战与应对

当今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市场继续增长，预计机架服务

器市场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随着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在

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日益广泛，对稳定高效电源的需求越来

越强烈，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功耗。这是由于需要更多的集

成中央处理单元、图形处理单元和加速器来提高服务器和

数据中心的计算速度，从而伴随的是用电量一直快速增长。

面对这新挑战那如何应对呐？

如今随着现代电力转换系统的发展，则氮化镓 (GaN)

材料技术发展使电力电子市场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

应对服务器电源挑战如何设计构建出稳定高效数字电源系

统，则应用新技术与芯片有多种较理想的举措。而其中常

用的有二 : 一是、应用 C2000 微控制器与 GaN 技术及器

件的协同以实现高效可靠功率密集的数字电源系统 ；其二

是、应用交错式升压和图腾柱 PFC 拓扑以提升效率。

值此本文将对应对服务器电源设计挑战设计构建出稳

定高效数字电源的有效举措作研讨。其重点是对 C2000

微控制器与 GaN 技术及器件应用特征与交错式升压和图

腾柱 PFC 拓扑提升效率这二大举措的应用作分析说明。

1  微控制器芯片 MS320F280039C C2000 的选用

用它构建设计出具有交流 / 直流和直流 / 直流级的服

务器电源是应对上述挑战的有效选择。这是因为它具有 ：

高精度检测、高性能处理、 灵活的高分辨率控制等应用特

征。

具体的应用特征如下 :

* 高精度检测  F280039C C2000 实时 MCU 通过其

集成式模拟元件（包括多个可灵活管理转换启动、具有 11

个有效位数和一个后处理块的 4MSPS 模数转换器），实现

了服务器 PSU 的高能效和快速瞬态响应。MCU 还集成了

具有优化电源控制功能的快速模拟比较器，具有例如消隐、

延迟触发、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和斜率补偿特点，可实现精

确的功率转换。

* 高性能处理  F280039C 基于 32 位数字信号处理器

架构并结合了控制加速器，可提供超过 240MIPS 的实时

性能，具有浮点单元和三角函数加速器等特性，可实现更

高的功率密度和高瞬态响应，能够处理复杂情况下的对时

间计算的严格要求。

* 灵活的高分辨率控制  在大功率服务器 PSU 系统中，

即使在高频下，实现更大的电源容量并保持相位同步也至

关重要。F280039C 提供 150ps 分辨率的 PWM 通道，

具有谷底开关、延迟触发、死区时间调整和全局重新加载

等功能，可以精确控制复杂的电源拓扑和控制算法。集成

的可配置逻辑块进一步增强了 PWM 的灵活性，并无缝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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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具有 AC/DC（交流 / 直流）和 DC/DC（直流 / 直流）级的服务器电源典型双控制架构示意

接 GaN 技术来实现高功率密度。

真因为它是实时 MCU，除了可提供上述所有特性外，

还可帮助满足或减少服务器 PSU 的设计预算，并将通过灵

活和创新的功能改进了集成的实时信号链（包括检测、处

理和控制等多功能）。由此实现用电效益的提高并促使电源

装置 (PSU) 的发展，从而提供高能效、快速瞬态响应、高

功率密度和更大的电源容量。而图 1 是具有交流 / 直流和

直流 / 直流级的服务器电源典型双控制架构示意图。

从图 1 可知，该电源装置双控制架构是攻克服务器 

PSU 挑战的应对设计，在设计构建上应用方案是 : 其一、

可实现复杂的电源拓扑，例如图腾柱无桥功率因数校正和

控制算法，包括零电压开关、零电流开关、同步整流时序

和具有混合迟滞控制的电感 - 电感 - 电容谐振拓扑、DC/

DC 转换等。启用实时控制性能，加快控制回路的执行。

其二是采用 GaN 和碳化硅 (SiC) 等宽带隙功率器件以减少

功耗，同时保持更高的开关频率。由于该服务器 PSU 中

的重要部件是 PFC 拓扑，故有必要如何选用作比较说明。

2  交错式升压 PFC、无桥图腾柱 PFC 和交错式

图腾柱 PFC 的拓扑选用比较

2.1  起因

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地接入电网，这增加了电网的失真

几率，也使配电网络容易产生问题。为缓解这些问题，电

源设计需要先进的功率因数校正 (PFC) 电路来满足严格的

功率因数 (PF) 标准。功率因数校正最常用的拓扑是升压 

PFC，但宽禁带 (WBG) 半导体（如 GaN 和 SiC）的出现

推动了图腾柱（totem-pole）PFC 等无桥拓扑的实现，而

应用先进的图腾柱控制器更加简化了 PFC 等复杂设计的控

制。据此对交错式升压 PFC、无桥图腾柱 PFC 和交错式

图腾柱 PFC 三种拓扑在不同应用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比

较。 

2.2  三种 PFC 拓扑比较

* 交错式升压 PFC

交错式升压 PFC 是最常见的功率因数校正拓扑。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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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拓扑除了采用整流二极管桥将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

之外，还包含了升压变换器（参见图 2(a)）。升压变换器

将电压提升至一个较高的值，这降低了输出电压纹波，同

时将电流整形为正弦波。

功率因数的校正仅通过一个升压变换器即可实现，但

设计人员通常会将相互之间存在相移的两个或多个变换器

并联连接使用。这种交错连接可以提高效率，同时降低输

入电流纹波。

* 无桥图腾柱 PFC

将新型半导体材料尤其是碳化硅（SiC）应用于功率

开关，可以使之前受制于硅的热特性与电特性而无法实现

的设计变得可行。其中之一即为无桥图腾柱拓扑，该拓扑

集成了整流和升压级，并提供两个以不同频率工作的开关

支路（见图 2(b)）。

力，变换器需要利用宽禁带半导体器件（例如 SiC 和 GaN 

MOSFET 功率开关管）才能安全高效地工作。与交错式

升压变换器相比，这种拓扑通常能改善性能。但额外的有

源开关使控制电路变得更加复杂，这个问题通常可以采用

集成式图腾柱控制器得到缓解。

* 交错式图腾柱 PFC

为了提高无桥图腾柱 PFC 的效率，还可以添加额外

的高频分支，创建交错式图腾柱 PFC。该额外分支可降低

变换器的输出电压纹波，并将变换器的功率要求平均分配

到所有分支，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布局尺寸，降低总成本。

其图 2(c) 交错式无桥图腾柱 PFC 基本架构图。
图 2(a)  交错式升压 PFC 基本架构图

图 2(b)  无桥图腾柱 PFC 基本架构图

第一个分支称为慢速分支（SD1 和 SD2），以电网

频率（例如 50Hz 至 60Hz 之间）换向。它采用传统硅开

关，主要负责对输入电压进行整流。第二个分支称为快速

分支（Q1 和 Q2），主要在提升电压的同时对电流整形，

该分支需要以极高的频率（约 100kHz）进行切换。具有

较高频率的高功率切换会给开关带来更大的热应力和电应

图 2(c)  交错式无桥图腾柱 PFC 基本架构图

2.3  交错式无桥图腾柱 PFC 拓扑选用

为了比较不同情况下的拓扑结构，我们针对两个功率

级别开发了一系列仿真模型。同时采用相同的系统规格，

以使结果具有可比性。 

* 图腾柱 PFC 与交错式升压 PFC 的比较结果    第一

项测试模拟了 300W 应用的所有三种拓扑，这种功率级别

通常用于服务器与计算机电源。第二项测试模拟了 3kW

应用下的拓扑，这种高功率级别通常用于电动汽车充电等

应用。通过拓扑比较可以得出每种拓扑的常见特性。然而，

这些设计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器件及其操

作参数。因此，设计人员必须认真思考，合理选择设计，

并针对应用审慎优化。为阐明这一点，我们对仅考虑器件

损耗的功率损耗进行分析，类似器件可以用于所有拓扑。

* 图腾柱 PFC 的功耗优势    拓扑比较的第一个关键发

现是 ：图腾柱 PFC 不包含整流桥，因此减少了开关器件的

数量。升压变换器中的二极管桥始终导通，因此导通损耗

是影响该拓扑效率的关键因素。低功率时，变换器中的电

流相对较小，因此大部分功耗在开关操作期间产生。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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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升压和图腾柱 PFC 拓扑在 300W 应用中具有相似效率

的原因（参见图 3）。传统和交错式图腾柱设计中的损耗差

别不大，为简单起见，我们对交错式升压变换器和图腾柱

变换器之间的效率进行比较。

图腾柱和交错式图腾柱 PFC 拓扑的主要特性，可帮助设计

人员为其应用选择最佳拓扑。升压 PFC 拓扑结构简单，因

此成为大多数设计人员的首选解决方案。然而，升压 PFC

在大功率应用中的效率较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

交错式无桥图腾柱 PFC 拓扑增加了复杂性，但仍是优先

选择与应用。而且，（例如 F280039C C2000C2000 或

MPF32010）等集成式图腾柱控制器的引入能够极大地简

化图腾柱 PFC 变换器的实现。

3  无缝衔接 GaN 技术来实现高功率密度数字电

源系统是有效举措

为实现此目标 , 应用 C2000 微控制器与 GaN 技术与

器件协同是实现最高效、可靠、功率密集的数字电源系统

的一种有效举措。当今氮化镓（GaN）快速增使电力电子

市场从中受益，尤其是氮化镓 MOSFET 开关功率管可显

著降低开关损耗，并满足功率密度和瞬态响应要求高不断

增长效率的优势。为此作为应对服务器电源挑战中的设计，

有必要对为 C2000 微控制器与 GaN 器件协同所实现最高

效、可靠、功率密集的数字电源系统的应用作分析。

3.1  氮化镓（GaN）MOSFET 开关功率管最佳应用

氮化镓（GaN）MOSFET 开关功率管使用的过程不

仅可以避免昂贵的器材。在可靠性保护上，GaN 技术提供

丰富的诊断（包括自动检测和处理过流、短路、欠压、过

温情况）和自我保护功能。这些功能可使微控制器（或称

单片机）可以对控制算法进行修改，以确保准确率。GaN

器件的失效及时率 <1，其设备可靠性可超过 4000 万小

时。GaN MOSFET 开关功率管的功率密度是硅的两倍达

到 99% 的效率。除了内在的可靠性外，在测试中，会让

GaN 设备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环境的转换。该集成、高速保

护和数字温度报告功能、有源电源管理和热监测的电源模

块与技术可提供了在 AC/DC 中以最低的损耗获得最高的

效率与应用程序。所有这些独特的优点，使它在计算机服

务器电源中获得以应用。  

3.2  正确的数字控制是实现最高效、可靠、功率密

集的数字电源系统的关键

* 选择正确的数字控制器  对氮化镓 GaN 来说使更高

的开关频率让电力供应具更有效、更容易到达更高功率密

度成为可能。为此通常需要更多复杂的功率拓扑和控制算

图 3  300W 设计中的功率损耗

当以 3kW 功率运行时，电路中的电流明显提高，由

于整流器二极管中的高等效电阻，升压拓扑中会产生明显

的传导损耗。因此，在大功率应用中，图腾柱 PFC 的效率

要高得多。

* 交错式升压和图腾柱 PFC 拓扑的效率提升   升压和

图腾柱 PFC 拓扑比较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工作模式的比较。

图腾柱拓扑通常工作于连续导通模式 (CCM)，而交错式升

压拓扑则工作于临界导通模式 (CrCM)。CCM 操作可以显

著降低电感电流纹波和 THDI，而 CrCM 因需要的电感更

小而导致更低的感性能量指数 (IEI)。然而，THDI 增大意

味着升压 PFC 需要一个较大的输入滤波器来满足电能质量

要求，这削弱了无需电感器带来的益处，如成本和尺寸的

降低。此外，CrCM 中的开关电流远大于 CCM 中的电流，

这会增加开关元件的电压和电流应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功率下，交错式升压变换器的效

率却难以与图腾柱拓扑相比拟。而且，对 3kW 或更高功

率的应用，即使是图腾柱变换器也可受益于交错式连接。

交错式连接将电流分配到两个支路上，从而使每个支路的

电感都减半，这放宽了电源开关要求，同时也降低了输入

电流纹波。

通过上述仿真和关键参数的比较说明了交错式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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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如采用混合迟滞控制的零电压开关，零电流开关或

LLC 谐振拓扑或 DC/DC。由于应用了 C2000 实时微控

制器 (MCU) 这些复杂的拓扑使数字控制器获得较強适应性

的优势。即通过软件和外设的兼容性能够处理复杂的计算

时间并提供精确控制。这是由于应用了 C2000 实时单片

机带来的优越性。 

* 图 4 框图是将图 1 所示中的 C2000 实时微控制器

(MCU) 与 GaN 器件协同工作所实现最高效、可靠、功率

密集的数字电源系统作摘录。其中包括 C2000 实时 MCU

和 GaN FET 驱动程序的示意。

* 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大的电源容量   服务器和数据

中心的功耗不断增长，因此需要更大的电源容量。通过

在更小的空间内提供更大的电源容量，氮化镓 (GaN) 等

电源技术可实现更小巧的电源。为了在电源系统中实现高

功率密度和缩减整个系统的物料清单，使用实时微控制器

(MCU) 控制高开关频率至关重要。

除了电源管理和快速实时控制的趋势外，F280039C 

MCU 还可以满足服务器 PSU 的几项其他热点要求 ：在线

固件更新可以在不中断电源的情况下无缝切换到新固件，

并通过具有多个闪存选择的多组型号和更快的闪存组擦除

时间，更大限度降低软件开销 ；通信接口从 PMBus 转到

控制器局域网 (CAN) 总线（以及可能的 CAN-FD），可实

现更快速度、更高数据速率和可靠的主机通信 ；通过加密

功能（例如高级加密标准、安全启动和安全 JTAG 协议）

实现安全性，可在这个更加互联的世界中保护代码和数据

免受外部攻击，解决业界担忧。

5  后话 -GaN 氮化镓开关的 PFC 新趋势

如今新型 PFC 已呈显新趋势现采用 GaN 氮化镓开关，

该新 IC 的效率高达 98.3%，在无需散热片的情况下可提

供高达 240W 输出功率，并可实现优于 0.98 的功率因数。

如 750V PowiGaN 开关的 HiperPFS-5 就是一典例。

图 4  所示为 C2000 实时微控制器 (MCU) 与 GaN 器件协同工作

4  那么交流 /直流和直流 /直流级的电效益的

电源装置 (PSU) 有哪些优势呐？

从图 1电效益的电源装置(PSU)可知所具有的优势是:

* 高能效  具有高能效的服务器 PSU 可通过减少功耗

和更大程度提高电源到负载间的功率传输效率，降低运营

数据中心的成本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这种能力使数据中心

能够满足日益严格的能效标准（例如 80Plus），在各种负

载范围内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钛金级能效，并向环境排放

更少的二氧化碳。

* 快速瞬态响应 在服务器电源应用中，在不断变化的

负载和输入瞬态情况下，具有快速瞬态响应有助于实现稳

定可靠的系统运行。此外，系统需要满足服务器电源原始

设备制造商更严格的瞬态响应规格 ：在 2.5A/µS 至 5A/

µS 之间实现 80% 至 100% 的负载跳跃。图 5 说明了瞬

态响应参数。 

图 5  瞬态响应参数


